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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

郑州的绿，是色彩，满城芳草绿，苍苍横翠
微；郑州的绿，是安全，植安全绿屏，护一方平安。

8 月初，郑州开启“防风险、除隐患、保平
安、迎大庆”攻坚行动，10部门握拳聚力集中办
公，聚焦生产安全、度汛安全、消防安全、城市
安全等5大重点领域。

郑州手握如椽大笔，正在奋笔疾书描绘着
一幅以安全为主题的绿色大美画卷。

深入一线“排危解难”

“安全保障要一流”，郑州市委、市政府多
次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要求，把“保安全，护稳
定”作为当前中心工作及政治任务，认真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的要
求，切实履行好属地监管和行业主管责任，要
切实强化底线思维，克服麻痹意识，树立“万无
一失，一失万无”的工作理念，切实把各项措施
抓严、抓实、抓出成效。

8月 1日，郑州市对集中行动工作专题进
行安排部署，从相关部门抽调业务骨干集中办
公，成立“专项行动工作组”。要求各县（市、
区）各部门要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把思想和精力集中到“保安全，护稳定”这
一中心上来。

集中行动以来，各县（市、区）主要领导挂
帅，深入基层一线“查隐患，督整改”，全面排查、
重点整治、严格执法相结合，推动安全生产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落细落实。

市应急、公安、交通、消防、城建、城管、水
利、文广旅、林业、教育、卫健等部门结合各自
任务，深入重点行业领域“发现隐患，整改隐患”。

一场自上而下的保卫绿城“安全绿荫”行
动迅速在郑州地区全面铺开。

聚焦重点领域攻坚克难

集中工作组由市应急、公安、交通、消防等10
个重点行业部门组成，办公地点设在市应急局。

以“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为工
作主线，聚焦生产安全、度汛安全、消防安全、
城市安全、食品安全5大重点领域。

此次集中行动着力解决安全发展理念不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安全隐患整改不
落实、安全操作规程不落实问题。

工作组成立后，迅速确定了日会商、周协
商和月通报的工作原则，建立“五统一、五加
强”的运作机制。

目前，已集中交办两批较大和重大安全隐患，
涉及危化、非煤矿山、工贸、水利、交通等行业，涉及
荥阳、新密、航空港、经开、中牟等县（市、区）。

此次集中行动态度坚决——对安全隐患
零容忍，要求各级部门严管重罚，强力推进安
全生产集中行动。

集中行动开展以来，攻坚小组坚持铁腕执
法，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采取责令停产
整顿、曝光等形式，对安全隐患形成高压态势。

截 至 目 前 ，全 市 共 检 查 各 类 单 位 场 所
29939家次，排查一般隐患43578处，停产整顿
189家，罚款386.49万元，下达整改令1165份，
媒体曝光121家。

郑州市要求，这次行动要对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园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场所、每一个
岗位全面排查，不留空白、不留死角、不留盲
区，实现全覆盖、零容忍。

提升安全责任意识

针对建筑、交通、消防等领域事故高发频发，
全市第三季度安委会全体会议直指问题所在：

个别部门没有真正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
求，对法定的行业安全监管职责认识不清，履职

不到位，工作更多停留在口头、会议和文件上，
在抓落实上欠功夫，成为事故高发的行业。

个别县（市、区）重发展轻安全，安全监管
有盲区，对辖区内企业安全把关不严，隐患排
查不彻底，安全监管措施不得力；对不符合安
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行政处罚不严
厉，整顿关闭态度不坚决，成为事故多发区。

会议要求，决不能形成安全生产是应急管
理部门职责的错误观念。各相关部门，特别是
事故多发的行业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三管三
必须”要求，迅速完善行业内安全生产监管体
系，落实好监管责任。要建立“一岗双责、党政
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攻坚再加力 做好第二份答卷

如今，“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
攻坚行动进入第二阶段，郑州将在稳固第一阶
段成果的基础上，攻坚行动再加力，做好第二
份答卷，持续聚焦生产安全、度汛安全、消防安
全、城市安全等 5大重点领域，集中排查整治
20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聚焦危化领域，全面深入开展危化品问题
针对性、精准化的风险排查，以零容忍态度，全
面排查并严厉打击假停真产、租房租院生产、
非法经营储存、假借工贸企业名义生产经营等
危化非法违法行为，整改消除重大隐患。

聚焦非煤矿山领域，严格落实尾矿库库长
巡查值守制度，加强露天矿山、尾矿库安全巡
查监测。

聚焦工贸领域，突出金属冶炼和钢铁煤
气、粉尘防爆、有限空间、对外委托施工队伍管
理方面整治。

聚焦公共安全领域，突出人员密集场所、
博物馆和文物建筑、群租房、沿街门店、三合一
场所、产业集聚区等重点区域，以及电动自行
车、电气火灾防范等关键环节，针对占用消防
通道、违规住人、消防设施不达标等突出隐患，
开展重点整治。

聚焦建筑施工领域，围绕手续不完善的建
设项目、装饰装修工程、私搭乱建建筑与设施、
未经竣工验收即投入使用的工程、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深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支
撑体系、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脚手架工
程等方面，针对高坠、物体打击、垮塌等常发事
故类型，开展全面整治。

同时，督促煤矿、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行
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严格督查督办，严厉问
责追究，坚决查封一批、停产一批、关闭一批、
处罚一批、曝光一批违法违规企业，确保专项
集中行动再上新的台阶。

完善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责任

安全生产建立在完善的责任体系和科学
的操作规程基础之上，责任落实必须严格到
位。为此，郑州提出了“四落实”的工作要求。

一要落实好“三个责任”，即：企业主体责任、
属地监管责任、行业管理责任，建立“条块结合、共
同负责”机制，合力消除安全生产隐患、堵塞安全
生产漏洞。督促企业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强化企业全过程安全生产管理，做到安全责
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到位”。

二要落实严格安全执法，对排查中发现的
隐患漏洞，本着“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和要求
抓紧化解，在整改问题上落实好“台账制”，建

立问题清单、台账管理；落实好“交办制”，明确

要求、限时办结；落实好“督查制”，严格督查、

落实整改，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放手、问题不整

改不放过。特别是行业主管部门，决不允许只

监管不执法、只执法不处罚，要敢于较真碰硬，

真正把监管责任压实。

三要落实强化追责问责，对照安全生产投

入是否到位、安排部署是否到位、工作监管是否

到位、督促检查是否到位的要求，全面开展责任

倒查，严格追究事故责任。对于存在严重违法

违规行为的单位或个人进行严肃处理，对事故

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依法追究、顶格处理，对主管

部门和责任单位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

四要落实创新监管机制，各行业部门要学习

借鉴外地经验，探索创新运用好联合惩戒措施。

提高工作标准 集中整治整改

事故的教训在哪里、风险的隐患在哪里、

工作的差距在哪里、防范的对策在哪里。

郑州要求，各级各部门以“四问四查”为抓

手，提升工作标准，抓好工作落实。

一是坚持标本兼治，以集中行动为抓手，把

风险管控挺在隐患之前，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

事故之前，深入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

二是各级各部门依照职责，在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持续对运动

员住地、运动场馆及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治理，

强化应急救援保障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三是强化攻坚行动领导分包联系责任，各

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每半月至少带队督促检

查1次，其他负责人不少于2次。 市政府15个

督导组将采取暗访的形式加强对各单位的督

查力度。

四是各级各部门按照集中行动的要求，全

面摸清风险点，建立隐患台账，逐项制定整改

措施，明确时限要求，全部责任到人，集中整治

整改，逐项销号落实。
王战龙 杨庆伟 白经华

提升思想站位 聚力重点领域 全覆盖零容忍

握拳聚力 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工作

亮灯率近100%
点亮中心城区“不夜城”

最近，郑州的大街小巷正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有市民反映，行车时，路面更平整、交
通标线更清晰明亮了；走路时，人行道更干
净了，路边绿化更漂亮了；到了晚上，路灯亮
化齐明，熠熠生辉、灿若繁星，一派充满生机
和活力的现代化都市氛围呈现在广大市民
面前……

8月 31日夜幕降临，郑州文博广场四周，
道路两侧路灯齐齐亮起，像是披了件光彩夺
目的金色霓裳，格外引人注目。道路周围楼
宇上一个个点光源时而宛如流星，点点滴落，
时而流光溢彩，绚丽纷呈。

“晚上行车舒适度提高了不少，道路平
整、灯光柔和、景色迷人，开车心情也变好
了。”郑州市民任先生说，这次照明整治无疑
为夜间出行安全做了保障。

“这一阵变化可大了，尤其是晚上的路
面比过去亮了、街道上更美了。晚上出行方
便安全了。夜景真好，我要拍几张发到朋友
圈。”拍完照片，刘女士配文发了一条朋友
圈，“看俺大郑州越来越漂亮”，瞬间收获了
大量点赞。

移步换景间，CBD 如意湖畔千玺广场、
紫荆山立交桥、中原福塔、二七广场的二七
塔、青少年宫、郑州古玩城、奥体中心等标志
性建筑各以不同个性的崭新面貌向路人展
示着，走在一座座楼体灯饰不断汇聚的街
头，不少路过的市民被那一幅幅鲜活而美丽
的夜景图画所深深打动，纷纷点赞、驻足拍
照，一种自豪、满足的幸福感洋溢在充满微笑
的脸上……

两“病症”
成全市灭灯道路主因

“如果第一次晚上来这里，下了车都找不
到方向，周围一片漆黑。”住在文博西路的韩
先生说，晚上附近居民都会来文博广场散步
休闲，但广场周边的文博西路、文博东路、科

源路路灯都不亮，加上人行道边的树木非常
茂盛，行走的区域一片昏暗，很不安全。

如今，文博西路、文博东路和科源路已恢
复亮灯。但原先一直亮着的路灯为什么会

“黑了多年呢”？像这样的道路全市还有多少
条，都恢复亮灯了吗？

面对市民对“亮灯”的迫切需求，市城管
局通过城管数字化监督中心对全市主要道路
功能性照明运行情况进行逐路逐段逐灯的拉
网式排查，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共排查
近 5 万盏路灯，发现灭灯道路 396 段，发现
4000余处零星灭灯问题。

有两个“病症”是导致全市灭灯道路体量
较大的主因。

全市排查出的灭灯道路中有 280余段属
于近十年来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城市立
交、三环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阶段性完工后，
各建设主体未向市政进行移交，这些路段的
路灯绝大多数从建成之日由于存在病害或没
有电源可接，从未亮过。

另一原因，有 100 余段灭灯道路属于在
建工程，尤其是轨道交通建设快速推进使原
来建好的路灯不得不再次移除，无形中造成
了电源设施的损坏。尤其是地铁项目站点往
往在路口，路灯电源也主要在路口设置，地铁
施工时需要移除路口的路灯电源箱式变压
器，这样一来往往影响3到 4条（段）道路路灯

无法正常亮灯。
路灯线缆埋在地下，属于隐蔽工程，各类

施工稍不注意就会挖断路灯线缆，被挖断灭
灯后，抢修就需要破路施工或破绿化施工，审
批手续复杂，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

大局出发主动担当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找准了灭灯的问题，如何对症下药呢？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把亮

灯的任务交给了市城管局。为在规定时限
内还居民安全明亮的出行环境，市城管局从
全市大局出发，主动担当重任，根据城市照
明管理处制定下发的城市照明整治提升专
项方案，逐项部署并提出“不讲条件，不等
不靠，主动担当，确保亮灯率 100%”的整治
目标，打破建管界限，牵头牵总统一落实整
治任务，要求各单位积极配合对照专案立行
立改。

实施过程中，采取“双向核实”办法对全
市灭灯道路进行责任分解，根据认领的台账
将工作任务明确到每个单位、压实到每个责
任人。对一些复杂的灭灯问题，如涉及电源
点建设或接电、破路施工维修线缆等，市城管
局会同市建设局、市电力公司等一起，每周召

开照明整治提升推进会，由管理单位协同市
城市照明灯饰管理处技术科、养护科、工程
科和供电公司等专业部门会商研判完善措
施，优化工作流程，每三天进行一次任务完
成情况排名，特别是对涉及路灯电源接电等
专业性强的工作，明确市城市照明灯饰管理
处提供接电方案和技术支持，各责任单位抓
紧推进。

“亮了！亮了！”8月 19日晚，经过紧张施
工，施工人员完成了金岱路、南台路、岗南路
等路灯电源箱变的建设施工和损坏线缆的敷
设施工，市城建局也将对该区域内岗东路、长
江东路等无灯道路建设路灯，届时，该区域的
群众将彻底告别“摸黑”出行的历史。

修复4000余盏路灯
照亮市民出行的每一步

夜景亮化工作代表了一座城市的视觉
品质，与市民出行息息相关。大街小巷的
路灯亮起来，晚上散步、健走的市民，明显
感受到道路更亮了，视野更开阔了，行走也
更舒适了。

夜 景 亮 化 工 程 能 瞬 间 征 服 市 民 的 视
觉，还有赖于一线工作人员的人文服务。
本着树牢群众观念，始终站在群众角度来

思考谋划、推进工作的原则，在实际工作
中，市城管局党组指定专人负责带领该局
城市照明管理处、市城市照明灯饰管理处
和属地城管局负责人深入现场踏勘无电源
设施但群众居住集中的路灯不亮区域，对
6 个高压点问题和多个接电点及箱式变压
器建设问题进行逐一研究，寻找最佳解决
方案，同时，对这些区域路灯电源敷设不到
位，而原有供电设备及线路老化严重，安装
常规电源路灯负荷不足等问题针对性地采
取相应的解决办法。

有部分群众还积极建议对于无电源路段
可采取安装微光发电的最新型智能灯。市城
管局汇总群众意见后，建议各责任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对部分无灯路段安装微光智能路
灯，解决了管城区港湾路、银莺路、紫东路和
航海路部分路段等未移交道路路灯长期不亮
难题，解决了群众夜间出行问题。

通过阶段性整治，经过市城管局、市建设
局、市交通局、市园林局、市电力公司以及市
内各区、管委会城管局、建设局、电力部和市
城市照明灯饰管理处等单位的共同努力，除
去 57段属于在建工程尚未竣工以外，全市灭
灯的 396段道路中，整改亮灯 339段，修复不
亮路灯 4000余盏，整改完成率 100%。此举
得到广大市民的交口称赞。

谷长乐 王 冰

问需于民主动担当 创造安全放心道路环境

路灯改造提升 照亮出行每一步
8月 30日 22点，航海路华灯初上，璀璨夺目，江山路、科源路、文博东路上的路灯照亮了路面……斑斓的楼体灯饰亮化让城市闪耀着银河般的光彩，绚丽的城市在流体般的互动和点点

星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
为了给市民营造安全明亮的出行环境，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从全市大局出发，主动担当，迅速行动，联合市城建局、市交通局、市园林局、市电力公司等建设单位合署办公，解决了一批未移

交路段的亮灯问题，通过2个多月的集中整治，全市396段灭灯道路中，除57段经会同市城建局等建设单位确认属在建工程尚未完工无法亮灯外，其余339段全部亮灯，整改完成率100%。


